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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多月以来，医护人员冒着生命危
险，冲上疫情一线，用生命实践了他们的希
波克拉底誓言，赢得了全社会乃至全世界人
民的敬佩与尊重。

当人们一个接一个地倒下却对病毒还知
之甚少，当医疗物资短缺，医护人员的自身
安全还不能完全得到保障，特别是明知道这
样的危险很有可能带给他们的亲人，医护人
员还是义无返顾地选择了奉献与牺牲。他们
也是普普通通的血肉之躯啊，他们有父母有
孩子，他们既有生活的重压、工资待遇的烦
恼，也有柴米油盐的琐碎。平日里，谁也无
法保证绝不把生活中的一丝情绪带到工作现
场，但在这个生死关头，他们没有退缩，而
是以命相拼，既然选择了这份职业，就会在
这样的重大关口生死相许！

原本打算正月初八举行婚礼的彭银华医
生，把结婚请柬锁进抽屉，在大年三十也没
有回家陪陪未过门的“妻子”，而是“我年
轻，我先顶上！”让自己年仅 29 岁的生命永
远定格在救死扶伤的战场上；武汉武昌医院
院长刘智明感染病毒而殉职，在最艰险的日
子里始终坚守一线，用牺牲践行誓言，用

“爱花爱草爱生活”的 51 岁生命，留给人间
一个医者仁心的榜样；出生于医务世家的夏
思思，是一个活泼开朗的“90 后”，工作从
不挑三拣四，明知道病人是高度疑似感染
者，却毫不迟疑回来上班，不幸感染，因公
殉职，她两岁的儿子会记得妈妈是舍己为人
的英雄……无数医护人员日夜奋战在充斥病
毒的医院，困了就倒在地上打个盹，脸上被
层层口罩勒出了血痕，怕去厕所不敢喝水，
为了不浪费一件防护服！他们，不是顶天立
地的大英雄又是什么？

这不仅仅是某一个人的英勇，而是医护
人员的全体奉献；这不是一时的冲动与勇
气，而是这个职业、这个行业的铮铮誓言。
正因如此，“白衣天使”成为他们的代名
词，“致敬英雄”成为涌动在人们心里的强
烈情感，“最美逆行者”成为无数人能够安
心生活的坚强依靠。

以心换心，英雄的行为点燃了普通人心中的
善良与感动。武汉的志愿者们组织起来，各行各
业的人们汇聚到一起，组成汽车队、摩托车队，
冒着危险运送医疗物资，接送医生上班下班；一
位湖北菜农开着机动三轮车往返七个来小时，
把新鲜蔬菜送到了医护人员居住的酒店，手脚
冻得麻木，却坚决不肯收下一分钱；全国各地
的百姓、企业捐款捐物，无关贫富，心诚意
诚；每一次医护人员派往武汉都如壮士出征，
受到了老百姓最高的礼敬；警车开道，护送完

成任务的医护人员集中疗养，所有的交警与志
愿者们列长队，向他们敬礼。也许普通人无法
做出更多的事情，但也尽力用自己的方式表达
感恩：武汉市民从朝向援鄂医护人员居住的酒
店窗户挂出标语“逆行天使，感谢你们！”全
社会发自内心的感恩与崇敬，营造出万众一
心、同仇敌忾的社会氛围，小我升华为大我，
职责升华为使命，向人类共同的敌人而战。

事实上，在这样的艰难时刻，不仅是医
患关系，人与人之间也展现出最美好的一
面。但即使是在这样的氛围中，也还是存在
着不和谐音。在这样与病毒抢夺生命的时
刻，理解与宽容成为人与人之间最好的润滑
剂，即使有一些摩擦，不应也不会影响大家
同心协力战胜病魔的决心与态度。

医患关系，说到底是人与人之间的关
系，绝不能扭曲成金钱与商品的关系。这次
新冠肺炎给我们的教训，应该是把更多的精
力与时间放在建立预警机制、推动医疗改
革、提升管理水平、改善待遇环境、健全保
障机制上，使得医患关系回归到健康和谐
状态。

每一个人，都是父母的孩子，都是有血
有肉的鲜活生命。记住所有医护人员为这个
社会的无私奉献吧，也竭尽所能去尊重每一
个生命个体，用宽容与理解，同情与信任，
尊重与感恩，去建立健康和谐的人际关系，
营造文明共处的社会环境，少一点戾气，多
一份包容，让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人感受到爱
与温暖，也向社会回报爱与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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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战是最好的老师

1 月 24 日，除夕，血管外科医师杨宇第
一次到发热门诊支援——从当晚 7 时至次日
7时。

杨宇想到了做防护准备的复杂性，特意
提前15分钟就到了更衣室，没想到的是防护
服的穿戴消耗了足有 40 多分钟。“前期培训
得再到位，真到了实操也有些手忙脚乱。”他
说，从清洁区走向污染区，喘憋、闷、冷等
生理上的不适盖过了心理上的紧张，“患者还
没看上，自己先要憋过去了。”

作为一名外科医师，杨宇上一次接触传
染病防护还是在 2011 年到医院见习时，“那
时有老师带着，做学生的心态和工作后完全
不一样”。

走进发热门诊后，一同搭班的潘德星医
师已经在接诊患者，得知杨宇是第一次到发
热门诊，便让他先在旁边先看着。

从如何问诊到下哪些医嘱，杨宇一边学
心里一边打鼓。“看哪个来发热门诊的患者都
像被感染了似的。”

3 个小时后，第一个最像新冠肺炎的患
者出现了——从武汉回京、发热、有点咳嗽
——关键的信息都对上了，杨宇的神经也一

步步紧绷起来。最刺激的是他要为这位患者
取鼻咽拭子。将拭子伸进鼻腔，在咽后壁采
样……看似简单，实践才发现一时伸不进
去、探不到壁，加上患者一直说难受，慌上
加慌。

实战是最好的老师。2 月 17 日第四次支
援“前线班”前，杨宇发了朋友圈：晚上继
续，争取多排除少留人。掌握了减轻防护服
不适的技巧，熟悉了发热门诊的看诊内容
后，杨宇已经可以很淡定地自己值班。遇到
恐慌的患者，除了临床操作，他可以有效地
进行语言安慰；从家人担心他值“前线班”，
到他开始用自己的实战所得叮嘱家人如何注
意，甚至可以给潘德星医师提出防护改善
建议。

杨宇说，疫情发生得太突然，无法预
料，也来不及准备。作为医生，要更快地接
受突发情况，适应新环境，逼着自己变得沉
着冷静，不盲目自信，也不盲目担心。一次
战斗是一次快速的历练，也是警钟长鸣。“以
后看什么病，都要更谨慎，准备和练习再多
都不为过，慎始而终。”他说。

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支援“前线班”中最淡定的一批青年，

当属感染性疾病科和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
医师。

来自后者的安宇林医师，此前就一直
在支援发热门诊，赶上了疫情，顺理成章
照常支援。“当病毒肺炎发展成了疫情，对
谁都是个挑战，总得有人做，呼吸科大夫
更是如此。”

当外科部、专科部支援的青年医师还处
于支援初期的适应时，看惯了肺炎病例的安
宇林用接诊的实际行动完成了第一波带教，
还会下意识地保护搭班的同道——自己一个
人完成当班的鼻咽拭子操作。因为是自己熟
知的领域，接诊到疑似病例，安宇林既警惕
又兴奋。虽然心里想着没事儿，但身体的反
应却很真实，值班前他也曾因为紧张出现过
拉肚子的应激反应。

谈及“前线班”给自己带来的变化，安
宇林说，冬春季节本就是发热门诊的就诊高
峰季，但疫情的来临，除了加倍防护下的忙
碌依旧，接诊变得愈加敏感，每一例患者都
要做更加复杂的综合考虑和权衡，因为防控
流程上，牵一发而动全身。而感受上，最大
的变化是“环境的浮躁”——每天疫情发展
和抗击疫情的信息不断，正能量与各种声音

交杂，各路恐慌情绪乘隙而入，原本淡定的
心，往往也会被搅得难以安心。

医生这份职业在疫情下绽放的光荣感，
是安宇林感受到的最大收获。

没有人能做旁观者

所有经发热门诊排查出的疑似患者，在
转运到定点医院前，都要停留在医院的隔离
病房。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李京京医师是驻
守在这里的一员。

她很幸运，第一个班就碰上了眼科主任
胡运韬和她交班。从教她穿防护服，到带着
她查房、看患者、指导取鼻咽拭子，已经穿
着防护服忙活了一天的胡运韬不着急下班回
家，做完技术指导，还做心理辅导。军人出
身的他给李京京讲起了自己刚从军校毕业到
医院实习，就遇上了1988上海甲型肝炎爆发
的经历，那时两个年轻大夫搭一个班，管三
四十个病人……

1988年的胡运韬和2020年的李京京，是
处于不同疫情中的同样年轻的医师，而今已
经是科主任的胡运韬再次应对疫情，言传身

教中，让李京京感受到一股子崇高的使命感
——那是属于医者的担当精神。

交班的最后，胡运韬交给李京京一个本
子，上面详细记录着患者的关键信息，并在
最后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即便有信息系统的
支持，这个交接班本也一直在隔离病房流传
了下来，并在交班时签字确认。

如今，已经参与过 6 次隔离病房值班的
李京京，心态上的变化是最大的。

值班前，带着一丝忐忑接受了医院组
织的传染病防控培训和疾病诊疗指南；到
值班后可以积极而从容地完成隔离病房的
工作。她说，回想上学时看过的非典纪录
片，党支部主题教育时发表过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的誓言，感慨万千。“医学的伟大
从来不是单凭口头、文字就可以表达的。
医生，注定是一个讲奉献和牺牲的职业。”
李京京说。

“当初报名的时候，怎么想的？”有人问。
“危难关头，没有人能做旁观者。不报

名，以后也会遗憾的。多少年后，回想起我
参加过 2020 年的那场战‘疫’，将会是难得
的回忆。”李京京说。

是的，这份参战者的回忆会代代传下去！

走近抗击疫情一线的年轻医师们——

实战，就是自己冲在前
熊 建 韩冬野

颅内动脉瘤破裂出血！
第一时间紧急救治！
集结顶尖专家会诊！
一场惊心动魄的救治，发生在武汉抗疫

一线，只不过这次救治的对象是援鄂抗疫的
医护人员。

2月22日16时许，正在武汉市江汉区武
展方舱医院工作的海南省中医院护士小陈，
突然头痛、恶心、呕吐。颅脑 CT 检查发
现，小陈左侧颞叶小水肿并伴有蛛网膜下腔
出血，可能为颅内动脉瘤破裂出血。

这是一种死亡或病残的危险极高的病，
约 1/3 的病人会当场死亡。即使幸存下来，
动脉瘤破裂后发生再次破裂的危险极大，如
果不针对动脉瘤进行治疗，多数病人会在两
年内死亡，是名副其实的冷血杀手。

小陈被第一时间送到武汉协和医院，进
行颅脑CTA检查和肺部CT检查，确诊为大
脑中动脉分叉处动脉瘤，直径达 6—7毫米。
经过详细的麻醉评估、手术讨论，当晚，在
武汉协和医院的 3D 复合手术室，历时两个
多小时，小陈颅内的动脉瘤被成功栓塞，分

支血管引流通畅。很快，小陈从全麻中苏醒
过来，肌力和四肢活动正常。

手术效果怎么样？还能重返工作岗位
吗？小陈的病情牵动着社会各界。“我们一
定尽最大努力，用最好的治疗方法，挽救我
们同一战壕的兄弟！”2 月 24 日 18 时，在北
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脑血管病专业组专家赵
元立和武汉协和医院神经外科主任赵洪洋主
持下，一次全国神经外科领域多位顶级专家
参加的网络会诊准时开始。

参加会诊的专家可谓“星光熠熠”：中
国科学院院士、国家神经系统疾病临床医
学研究中心主任赵继宗，中华医学会神经
外科学分会主任委员、北京天坛医院神经
外科主任王硕，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分会
候任主委、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副院长
毛颖，中国医师协会神经介入专业委员会
主任委员、宣武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张鸿
祺，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分会介入组委
员、北京天坛医院神经介入中心首席专家
李佑祥，海南省人民医院党委书记赵建
农，武汉协和医院神经外科主任赵洪洋，

武汉协和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姜晓兵，武
汉协和医院神经外科胡学斌。

会诊开始后，首先由小陈的主刀医生胡
学斌汇报病史、详细的治疗过程以及目前的
康复情况。

专家们一致认为，武汉协和医院前期的
治疗非常及时而且效果很好，目前患者恢复
情况也证明了这一点。

针对小陈的实际情况，专家们提出以下
建议：持续监测血压和生命体征；近1—2周
仍要重点关注可能出现的缺血和出血并发
症，特别是脑血管痉挛导致神经功能障碍，
或者夹层所致假性动脉瘤短期再增大甚至再
出血的风险；暂时不宜长距离转运；全身检
查，考虑一些先天或者少见因素引起的动脉
瘤，以及多发动脉瘤的可能性等。

专家们认为，对小陈的治疗，极大地鼓
舞了抗击疫情一线白衣战士们的士气，在紧
急、艰苦的环境中体现了中国神经外科的高
超水平。“感谢各地医务工作者坚持一线，
我们要做武汉抗击疫情一线的坚强后盾。”
赵继宗说。

十多位神经外科顶尖“大咖”紧急集结

救治我们同一战壕的兄弟！
熊 建 卢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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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青年医师们在发热门诊值班时合影。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供图

本报电 日前，平安智慧城市智慧医疗新冠肺炎智能阅片系统落
地应用于包括湖北省在内的全国1500多家医疗机构，助力疫情防控。

截至目前，相关合作医疗机构的影像科医生已经使用平安智慧
医疗新冠肺炎智能阅片系统为2000多位病人进行了智能阅片，平均
15秒左右就能出具智能分析结果，准确率高达90%以上。

据介绍，一位新冠肺炎疑似病人的肺部 CT 大约有 300 多幅图
像，阅片时间一般都在15分钟左右。因此，相关影像科医生长时间
不间断工作已是常态。

对此，平安智慧医疗新冠肺炎智能阅片系统支持远程AI阅片和
电子胶片影像共享，可以帮助医生全面识别病灶、出具诊断报告更
快、更权威、更精准；电子胶片影像共享功能，减少重复拍片；对
同一患者不同次扫描图像进行对比分析，定量测量病灶的改变情
况，可以辅助医生对患者的病情发展趋势、治疗效果、转归情况等
进行智能评估，帮助医生快速、有效的完成对新冠肺炎患者的检
出、分诊和评估。

平安推出新冠肺炎智能阅片系统

本报电 腾讯公司日前宣布，出资 8800 万元设立“战疫加油
包”，以支持科研领域在科研攻关、公共卫生研究、医护关怀等方面
的工作。

2月 26日，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与中国工程院签署 《抗击疫情
一线医务人员医学关怀与职业发展提升合作协议》。中国工程院将在
腾讯基金会3000万元资助下，由30余位院士根据一线防控工作中遇
到的医疗领域难题，牵头成立多个研究课题，对病毒基础研究、病
毒检测、疫苗研发、药物筛查、临床诊疗等领域进行专项研究。根
据协议，中国工程院将通过推荐呼吸与危重症、健康管理、传染病
研究等不同领域的院士，与遴选出的500名湖北疫情一线优秀医务人
员、研究人员“结对子”，进行学术领域的专业指导和技能培训，并
帮助搭建事业发展平台，以持续提升其医疗水平与能力。

此外，“战疫加油包”中还有600万元用于医护人员的心理干预
工作。腾讯基金会将分别向北京师范大学心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
心理研究所各捐赠300万元，用于医护人员心理干预工作。

腾讯设立8800万元“战疫加油包”

《非典人生》《非常时刻》，这是你在学校上感染性
疾病课时观看过的纪录片。

“我郑重地宣誓：把我的一生奉献给人类；我将首
先考虑病人的健康和幸福……”这是你正式走上医师
岗位前宣读过的希波克拉底誓词。

2019年度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业务水平测试成绩
名列全国第一，这是你的成绩单。

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来临，这些记忆、
这些话、这些理论考试的成绩都变成了实战！这场疫
情就是一次大考，对刚走上医学道路的青年医师们进
行了全面的考验。

在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组织的第一批支援发热门
诊、隔离病房的“前线班”中，第一次参加战“疫”
青年医师们，从会慌、会紧张、会害怕，到接受抗

“疫”战斗的洗礼，顶住压力，迅速成长。这一切，就
发生在过去短短的一个月。


